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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Daniel Lee) 律師
休士頓2017最佳律師認證
CY Lee 律師事務所團隊負責人
法學博士及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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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視您的

事業發展
無論你正要開始新的職業生涯，還是希望作出改變，一個

公司能否為你提供成功所需的工具和資源非常重要。金融

服務公司並非都一樣。他們提供的產品、幫助、持續的

培訓和營銷大有不同。做為萬通互惠理財的銷售代理公

司，MassMutual Texas Gulf Coast將提供您具有競爭

性的薪資與福利，其中包括：

•  全面的專業職場培訓

•  營銷計劃和工具，以及持續的支持，以幫助您建立業務。

•  無限的事業發展機會

•  萬通互惠理財廣泛的產品和銷售工具

MassMutual Texas Gulf Coast，您將代表一家圍繞客

戶需求而建立的，名列財富500強，並擁有160多年歷史的

公司。讓您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萬通互惠理財金融集團(MassMutual Financial Group)是指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簡稱「萬通互惠理財」)
及其關係企業與業務代表處。地區銷售代理商並非萬通互惠理財旗下公司或相關企業。財務代表為獨立外包員工，並非萬通互惠理
財、其旗下公司，或代理公司之員工。 代理機構管理人員並非萬通互惠理財的管理人員。理財服務代表為獨立締約人，而非萬通互
惠理財、其子公司或與其締約之總代理機構之員工。保險產品由萬通互惠理財（Springfield, MA 01111) 以及其旗下公司 C.M. Life 
Insurance Co. 和 MML Bay State Life Insurance Co. (Enfield, CT 06082) 發行。萬通互惠理財於2016年財富500強（FORTUNE® 
500（中名列76。(財富雜誌, 6/15/2016)。CRN201705-192417

人壽保險+退休服務/401(K)計劃+傷殘收入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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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2美南電視介紹

【VOA】川普呼籲美國最高法院法庭批準他的
旅行禁令，禁止六個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公民
入境美國。
川普和他的政府曾堅稱他的限制六國旅客入境
的行政令不是“旅行禁令”，但他星期一在推
特上卻使用了這一詞語。
川普在推特上寫道：“各位，律師和法院願意
管它叫什麽就叫什麽，但是我們必須實事求是
，它是什麽我就把它叫什麽，就是旅行禁令。
”
幾分鐘後，他又發推說：“司法部本應該堅持
原來的旅行禁令，而不是把弱化的政治正確版
本遞交給最高法院。”

他還說：“司法部應該要求最高法院加速
審理打了折扣的旅行禁令，爭取制定一份
更嚴格的版本！”
川普的行政令禁止來自伊朗、敘利亞、利
比亞、蘇丹、也門和索馬裏的公民入境美
國，美國一些法院阻止了這份政令的執行

。法院這樣裁決的部分原因是認為川普有關伊
斯蘭恐怖主義和呼籲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言
論顯示出他的限制入境行政令構成宗教歧視。
川普已將法院裁決上訴至最高法院。
星期日，川普在推特接連發文，堅稱要全力支
持英國。他批評倫敦市長，還堅決表示要嚴厲
打擊恐怖主義。
川普總統星期天寫道：“我們必須停止政治正
確，致力於人民安全的正業。如果我們不變得
聰明點，情況就只能更糟糕。”

川普還嘲諷倫敦市長薩迪克·汗。汗去年當選
為倫敦市長，成為領導西方重要國家首都的第
一位穆斯林。
川普在推文中說：“恐襲造成至少7人喪生，
48人受傷；這位倫敦市長卻說：‘無需大驚小
怪！’”
星期六晚間發生襲擊的消息傳遍倫敦和全世界
後，薩迪克·汗譴責襲擊，稱“這是對無辜倫
敦人的蓄意和膽怯的襲擊”。稍後他還說，人
們看到倫敦街道上部署了更多的警力時不應該
驚慌。
倫敦市長的發言人說，市長太忙碌，沒時間對
川普做出回應。
星期六，三名襲擊者駕車沖進倫敦橋的人群，
接著在附近一個商業區持刀襲擊多人。事件發

生後不到一個小時，川普總統發推文說，“
我們要明智、提高警惕、不屈不撓。我們要
法庭還給我們權利。我們需要把旅行禁令作
為額外的安全保障！”
川普說，美國將盡其所能幫助倫敦和英國打
擊恐怖主義。他說：“我們與你們同在。上
帝保佑！”
在美國，絕大多數大規模襲擊都涉及槍支暴
力問題，人們也總會因此進行有關擁槍權的
辯論。擁槍權被載入美國憲法。
倫敦襲擊發生之後，川普說：“大家註意到我
們此刻沒有在辯論槍支問題了嗎？因為他們用
的是刀和卡車！”

【VOA】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星期
六首次發射了回收使用的貨運飛船，搭載實驗
設備物資補給飛往國際空間站。
除了正常物資外，此次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6千磅的運輸品，還包括用於研究的小鼠和蒼
蠅，一種新式折疊太陽能電池板以及一個中子
星探測器。
在被雷暴天氣延誤了兩天之後，這枚無人的獵
鷹九號運載火箭裝載著龍飛船發射升空。這艘
飛船近3年前進行了一次空間站運輸。

星期六下午火箭發射的第一級助推器是全新的
，在起飛發射後成功垂直落入海中，已經運回
卡納維拉爾角。現在這已經成為常態。
計劃是準備再次使用這枚助推器。重覆使用助
推器和貨運飛船是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控制
成本努力的組成部分。
兩個月前，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在發射衛星的一
次任務中，首次使用了回收利用的助推器。
使用回收助推器的另外一次發射任務將於本月
晚些時候進行。

KVVV

︱美國總統川普簽署旅行禁令(2017年1月25日)。

︱這張由美國航空航天局提供的照片顯示，美國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裝載著龍飛船的獵鷹九號運   
     載火箭2017年6月3日從佛羅裏達州卡納維拉
     爾角肯尼迪航天中心發射升空。

《男左女右》
全明星兩性真人互動話題秀

《男左女右》海報。

▲

川普促最高法院
批準旅行禁令

美太空探索
公司發射重覆
使用龍飛船

節目介紹：2015年深圳衛視全新一季《男左女右》正式改版，由優質大叔黃健翔和
國民女神柳岩主持，節目定位為大型全明星兩性觀點互動話題秀，《男左女右》節目內
容以男女明星觀點互動、答題競技為主，輔以遊戲互動，旨在在輕鬆愉快的氛圍裡解讀
兩性關係，引領兩性文明價值風尚。

播出時間：每周五上午8點半至10點首播，每周六晚間1點至2點半重播，敬請準時收
看。

精彩
節目介紹

《美國之音》 全美重點要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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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44移民資訊

庇护城市出台各种对策规避惩罚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庇护城市”

的战争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城市也

在寻找创造性的方式反击。最新的例

子来自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它通过

法律，保护仅犯过轻罪、其最高刑期

不超过365天的合法移民避免被递解

出境——那一条正是联邦政府遣返移

民的起点。

据msn.com报道，丹佛市的解决

方案是，对一系列轻罪减刑，把最高

惩罚降低到365天以下。采取这种做

法，犯有轻罪的移民就被排除在联邦

移民执法部门的雷达之外了。虽然这

并非保护移民的最新方式，但它的出

现却非常及时，直接对应了特朗普严

打移民的措施。

该市的新法规既不影响对严重犯

罪的处罚，也没有保护非法移民的嫌

疑。根据联邦法律，在美国的合法移

民哪怕因为犯了在商店盗窃或擅自闯

入等轻罪，只要刑期超过1年，他们

就可能被递解出境。那就意味着，即

使有绿卡或学生签证的人，也可能因

为那种轻罪而被报告给移民执法官员

并遭到遣返。

最近几十年来，数万名合法移民

因为犯了轻罪而被遣返。不过，在过

去几届政府，移民执法部门通常允许

轻罪肇事者脱身。但是，到了特朗普

政府，不管是否在美合法居住，移民

都感觉到被遣返威胁超过了以往任何

时候。

丹佛市议会上周通过了那个法案

。丹佛市长汉科克说，该市通过修改

法律，向联邦政府发出信息：它不会

“努力破坏移民制度”。提出修改法

律的那个市长说，他们要“维持家庭

团圆”，不让人们仅仅因为关闭时间

待在公园等轻罪而遭到遣返。

过去，丹佛市法律中的几乎所有

地方犯罪最高刑期都超过1年。但是

，根据新法案，超过1年的罪名只有7

项，包括暴力攻击和多次家庭暴力。

包括商店盗窃、擅自闯入、首次或第

二次家庭暴力、简单攻击在内的罪名

最高刑期都是300天。在公共场所撒

尿和违反宵禁等规定者只面临60天监

禁惩罚。

汉科克说：“过去4个月来，白

宫发布一系列正在严重破坏我们移民

制度的行政命令，对我们的社区有实

在影响。我听到很多人有道理地表示

担心。丹佛要采取行动，保护本地人

民的权利，维护我们的城市安全、欢

迎外人并保持开放。”

丹佛是全美与特朗普政府行政命

令做斗争的几十个城市和州之一。许

多州和城市向法院提起诉讼，反对那

些严打移民和限制旅行的行政命令，

后者已被暂时搁置。

针对禁止政府剥夺对“庇护城市

”拨款的法庭命令，司法部长塞申斯

上周发表备忘录，首次提出“庇护城

市”的官方定义：违反要求地方和州

政府同联邦官员分享移民国籍或身份

的联邦法律者为“庇护城市”。

塞申斯已采取措施，扣押9个司

法管辖区的联邦资助，但那些地方都

在抗争，说它们遵守法律。作为特朗

普政府预算案的一部分，司法部正在

推动修改联邦法律，迫使地方政府按

照联邦政府要求拘留非法移民嫌犯。

新法律将阻止那些拒绝与联邦执法部

门合作的城市得到资助。

尽管丹佛市根据要求，会通知联

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哪些移民

将从监狱释放，但它仍然是拒绝为

ICE关押符合释放条件囚犯的城市之

一。

汉科克在推动保护移民的政策出

台时，却不说丹佛是个“庇护城市”

。他实际上的意思是：你们可以用任

何名字称呼我们的城市，但那个说法

没有法律意义。

印州特粉上书陈情 反对一刀切
遣返非移

在素以保守而著称的印第安纳州

埃尔克哈特县，如果仅从去年总统选

举的投票结果看，它无疑是保守势力

的又一个堡垒。正是由于获得了这种

地方保守选民的鼎力支持，特朗普才

拿下了白宫大位。

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印第

安纳被东西两岸各州蔑称为“红脖子

州”。埃尔克哈特的居民说，他们十

分看重特朗普以企业管理之道来运作

政治的理念，因为这里饱受经济衰退

之苦。可怜的埃尔克哈特曾经是全美

失业率最高的县之一。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

的民众对一个即将被递解出境的非法

移民的支持可谓“山呼海啸”般地气

势磅礴。在这里，政治立场绝非黑白

分明。

如果想要了解一下埃尔克哈特民

众的想法，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说，这

里是有进取心者的家园。这里的工人

主要就业于休闲露营车制造业。他们

都相信，只要付出应有的艰苦努力和

下定决心，他们就能在经济阶梯上向

上攀升，逐渐致富。

这里曾经是众多只受过八年级教

育的百万富翁之乡。这里的人并不看

重学历，不管你是否高中毕业，人人

都有机会发财。在当地的酒吧中，人

们像其它地方的人一样喜欢侃大山，

聊政治，但这里的酒保称，虽然话题

五花八门，却鲜少涉及非法移民。

阿曼多帕斯是当地一家意大利餐

馆——安东尼奥意大利饭店里一个待

客亲切和蔼的跑堂。这家饭馆是当地

生意最兴隆的餐馆之一，而光顾这里

的客人都对帕斯青睐有加，只要有可

能，他们都会要求帕斯当他们的侍者

，让他能因此多赚点小费。客人们都

了解58岁的帕斯家境困难。他有3个

孩子，他还必须在另一家包装公司打

第二份工，才能给孩子挣到学费。

帕斯来自哥伦比亚，已经在美国

生活18年之久。当埃尔克哈特县的民

众得知这个非法移民上了特朗普政府

递解出境的黑名单后，大家都不淡定

了。许多人为此义愤填膺：这个男人

像玩杂技一样使尽浑身解数不停地工

作，每天干活长达18小时，目的就是

为了养家糊口。长时间的工作使得他

很少有时间看到自己的孩子。当地居

民说，如果努力干活就能爬上较高经

济阶梯是“埃尔克哈特之道”，那么

帕斯堪称本邦的标兵。

其实，对帕斯发出遣返令的是奥

巴马政府。当时正是去年秋季总统选

战如火如荼之际。特朗普那会儿正在

逐步提高他反移民论调的分贝，一迎

合那些对现况不满并迁怒于外来移民

的选民。

玛丽惠特是经常光顾安东尼奥饭

店的恩客之一。这个55岁的妇人对帕

斯的处境深表同情。她发起了一个联

名请愿运动，并把请愿信交给负责帕

斯遣返案的移民官。但是，一码归一

码，她和其他在请愿信上签名的人去

年都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去年11月

，特朗普在埃尔克哈特县得到了63%

的选票。在印第安纳州，特朗普的拥

趸占选民的57%左右。

惠特说，她之所以把票投给了特

朗普，是因为她与他“惺惺相惜”。

她自认为特朗普与她一样，是一个杰

出的商人。但在谈及特朗普的移民政

策时，惠特希望，新政府能采取“比

较符合逻辑”的做法，来决定把哪些

人递解出境。她说，她不希望政府机

械地照本宣科，不加区别地实施移民

法。

这里还有一些人说，他们把票投

给了特朗普，希望他能强化执行移民

法。他们对特朗普在选战中的反移民

言论并不在意，也不觉得反感。但是

，他们从来没有把“外籍罪犯”与帕

斯这样的非法移民联系在一起。帕斯

是一个诚信、善良且拖家带口的人。

2000年，也就是帕斯来美国的第二年

，他因为轻罪性质的酒驾而受到指控

。这个污点可能使他成为被特朗普政

府优先遣返的对象。

自从请愿运动发起以来，请愿信

在互联网上被广泛传阅。埃尔克哈特

县的所有企业都了解此事，并愿意

“帮助帕斯留在美国和家人待在一起

，并成为一个美国公民”。请愿信已

经收集到1万多个签名，其中有许多

人来自印州西北地区。这封信已经送

交当地的政府官员、国土安全部和特

朗普总统。

帕斯24岁的女儿玛利亚是小时候

和兄弟姐妹一起被父母带到美国的。

她说：“就我个人来说，看到周围的

民众都支持特朗普，我对此感到理解

。”

玛利亚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她哭了，因为她对自己和家人的处境

非常担忧。但是，她并不怨恨这里的

居民，因为这里的居民对他们一家都

非常友善。她说：“我知道，他们一

直在帮助我们家。他们已经写了请愿

信。他们一直在那里支持我们。我非

常感谢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除

了只想说谢谢之外不想再说别的。”

埃尔克哈特是一个主要为白人的

城镇。这里大约有5万2000人。它位

于芝加哥以东 110 英里、南本德

(South Bend)以东约15英里。它的地理

位置坐落在两条河的流域，一条是圣

约瑟(St. Joseph)河，另一条是 埃尔克

哈特河。这里主要街道两旁私人餐馆

鳞次栉比，此外还有许多二手车经销

商。这里的住宅区林木葱郁，环境静

谧。

在圣约瑟河上，有一座米色的混

凝土拱桥——主街纪念桥(Main Street

Memorial Bridge)。穿过这座桥，人们

便来到当地的市中心。这里历史建筑

林立，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古玩店。

在一个天气晴朗日子里，那里的路灯

杆上张贴的宣传海报上写着“5公里趣

味跑步活动”。

埃尔克哈特有一个响亮的名头：

“世界RV之都”。这里的经济依赖于

休闲露营车工业。这里的休闲露营车

企业是当地的最大雇主，员工有数千

人之多。还有许多旅行者千里迢迢来

到这里，目的就是维修他们的RV。

2009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埃尔克

哈特县饱受打击，失业率高达20%。

RV工业的荣景依赖低油价支撑，但当

时高企的油价迫使工厂瘦身，它们解

雇了许多员工以求生存。

不过，那里的经济状况后来逐步

好转。据联邦劳工统计局披露，到今

年3月，埃尔克哈特的失业率已经降

至3%。这里的居民对特朗普增加就业

的承诺期待有加。他们希望这位政治

圈外人士彻底改造华府，让经济进一

步复苏。

这里有些人欣赏特朗普不加掩饰

的做派，认为他有干大事的潜力。也

有一些人说，他们选他，只是“两害

相权取其轻”，因为他们更不喜欢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特朗普的反

移民言论并未真地触动他们的心弦。

他们觉得，他在选战中发表的反移民

言论也许并不会真地付诸实施。

可是，特朗普上台伊始，便指示

联邦国土安全部在全美各地加大移民

法的执行力度。今年1月，他签署了

一项行政命令，放宽优先遣返标准，

包括迅速遣返所有被控以任何刑事过

犯或涉嫌刑事犯罪的外国人。

《芝加哥论坛报》采访过埃尔克

哈特一些居民。他们都对今年4月一

个名叫罗伯托•贝里斯廷的餐馆老板

被驱逐出境一事耿耿于怀。贝里斯廷

的餐馆位于埃尔克哈特附近的米沙沃

卡。有关贝里斯廷遭遣返的报道引起

了全美的关注。媒体披露，贝里斯廷

的妻子去年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因为

她认为特朗普能挽救美国经济。令她

大失所望的是，贝里斯廷成了特朗普

严打非法移民政策的牺牲品，尽管他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布兰登斯坦利是埃尔克哈特一家

啤酒厂的业主。他在大选中没有给特

朗普投票，他知道这里许多人都支持

特朗普。他说，埃尔克哈特的居民有

许多是共和党的终生支持者，他们对

共和党的支持就像是忠于某个品牌。

这里许多年轻选民之所以选择支持特

朗普，是因为他们对奥巴马政府感到

失望。

斯坦利虽然不认识帕斯，但他得

知他的处境后，也在网上的请愿信上

签了名。他说，请愿信也在他的酒吧

中被传阅，大多数顾客都在信上签了

名。

他说：“任何一个罪犯如被发现

是非法移民，人们自然希望予以法律

制裁。但是，我不认为有必要派人外

出进行任何形式的猎捕行动。如果没

有移民，本地区太多的工作就无法完

成。这里所有的人都了解这个情况。

”

斯科特 韦尔奇是一家包装公司的

老板。几年前，他雇用帕斯在其公司

工作，并很快注意到他的潜力。帕斯

在生产车间工作了两年后，被韦尔奇

调到绘图室工作。他盛赞帕斯的职业

道德令人钦佩，他的公司就是需要这

样的人来建设企业文化。

他说：“这里是否有许多非法移

民？我敢肯定有许多，但我不觉得人

们会对他们投以异样的眼光……”

在帕斯被遣返之前的那个星期，

他对自己被遣返的机票上的日期——5

月17日并未多想。

他女儿安娜的婚礼定在5月20日

举行。他另一个女儿玛利亚即将从普

渡大学毕业。他和妻子玛塔要求她们

务必重视自己的庆祝活动，而不要挂

念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帕斯不想叫他的妻女与他一起回

哥伦比亚。他说，他为了让她们在美

国有最好的生活而做出了太多的牺牲

。他的妻女是合法进入美国的，却在

签证到期后逾期居留。他的孩子受到

了奥巴马时期出台的童年来美者暂缓

遣返政策(DACA)的保护，可以继续留

在美国。

帕斯一家住在埃尔克哈特附近格

兰杰镇的一所小房子里。他靠自己不

眠不休的长时间工作来养家糊口，并

保证他的孩子都能得到教育。他儿子

胡安(Juan)刚刚读完大学一年级。

帕斯由衷地说：“美国是世界上

最好的国家，但这里有太多不人道的

问题。对，就是这个字——太不人道

了。”

特朗普移民政策遭抵制
庇護城市出招規避懲罰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为了兑现他在竞选期间发誓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诺言，

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签署强化移民执法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执法

部门在全美搜捕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并把他们迅速递解出境，同时对那些为

非法移民提供保护的所谓“庇护城市”施加压力，逼迫它们配合联邦执法人员抓

捕非法移民。特朗普的这些做法在移民社区引起了极大恐慌，也遭到了他的一些

支持者的反对。面对不断升高的压力，许多“庇护城市”也在寻找反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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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根據一家非盈利機構全美資
源保護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的一份來自2015年的休斯度地區最
新調查報告，休斯頓地區多個供水系統，包
括服務220萬人口的休斯頓市飲用水供水系統
存在嚴重的水質污染現象，並伴有極大風險
導致人類疾病。這家機構一貫要求更加嚴格
執行美國1974年制定的安全飲用水法規，並
對已經發現的污染飲用水源進行規範。

全美資源保護委員會的官員稱，全美資
源保護委員此次調查使用的報告是德州向美
國環境保護委員會遞交的2015年報告。

根據1974年制定的安全飲用水法規和要
求，德州每一個季度都被要求向美國環境保
護局遞交一份報告，對於整個德州，2015年
最為突出影響面積最大的問題就是大腸菌感
染，德州當年一共發現127例大腸菌感染引用
水質的違規事件，一共殃及了300萬的德州民
眾。

全美資源保護委員會在報告中聲明，民
眾飲用了受到大腸菌感染後的水源之後會引
起腹瀉、痙攣、嘔吐和頭痛等症狀，特別是
針對兒童和老人以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其他的水質污染還包括消毒劑和由此產
生的副作用、鉛銅以及放射核等污染並會導
致癌症。

2015年，休斯頓市作為最大規模的供水
系統被發現存在健康隱患，休斯頓市供水系
統服務的人口數量達220萬人。

以下是2015年休斯頓部分地區發現的飲
用水污染問題：
休斯頓市City of Houston
大腸菌污染: Coliform
Harris County MUD 157, Katy
砷污染
Kingsbridge MUD, Sugar Land
鉛和銅污染
City of Galena Park
大腸菌污染: Coliform
Harris County FWSD 47, Channelview
大腸菌污染: Coliform
Harris County MUD 341, northwest Houston
大腸菌污染: Coliform
Country Terrace, Highlands
大腸菌污染: Coliform
Greenwood Village, Eastex/Jensen
物理放射性核種污染: Radionuclides
Baybrook MUD 1, Webster
鉛和銅污染
Nottingham Country MUD, Katy

鉛和銅污染
Suburban mobile home park, Fairview
物理放射性核種污染
Springmont subdivision
大腸菌污染: Coliform
Harris County WCID 21, Channelview
消毒劑及其副作用污染
Morton Road MUD, northwest Houston
物理放射性核種污染
Harris County MUD 155, northwest Houston
鉛和銅污染
El Dorado Mobile Home Community, Humble
鉛和銅污染
Cypress Brook Estates, Cypress
大腸菌污染: Coliform
Boudreaux Gardens, Tomball
砷污染
Cedar Bayou Park, Baytown
鉛和銅污染

2015年報告：休斯頓地區水質存在健康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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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斕斑斕！！印尼貧困村變身印尼貧困村變身““彩虹村彩虹村””成網紅成網紅

近日近日，，印度尼西亞爪哇省蘭薩裏有壹個不知名的貧困村印度尼西亞爪哇省蘭薩裏有壹個不知名的貧困村Kampung PelangiKampung Pelangi，，在當地政府在當地政府
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Kampung PelangiKampung Pelangi搖身壹搖身壹變成了光彩奪目的變成了光彩奪目的““彩虹村彩虹村”，”，吸引著世吸引著世
界各地的遊客前來遊玩界各地的遊客前來遊玩。。據悉據悉，，在當地政府出資後在當地政府出資後，，Kampung PelangiKampung Pelangi村村232232間房屋已經完間房屋已經完
成彩繪成彩繪，，昔日不起眼的小村莊變成了光彩奪目的昔日不起眼的小村莊變成了光彩奪目的““彩虹村彩虹村”，”，也因此在社交媒體上壹炮而也因此在社交媒體上壹炮而
紅紅。。當地人也充分利用這個機會當地人也充分利用這個機會，，把當地的特產賣給前去參觀的遊客把當地的特產賣給前去參觀的遊客。。

泰
國
大
象
化
身
泳
壇

泰
國
大
象
化
身
泳
壇

﹁﹁健
將
健
將﹂﹂

與
象
夫
玩
潛
水

與
象
夫
玩
潛
水

泰國春武裏泰國春武裏，，在當地的綠山國家動物園內在當地的綠山國家動物園內，，88歲的雌性大歲的雌性大
象正和象夫泳池中潛水象正和象夫泳池中潛水。。該動物園時常會進行大象遊泳和潛該動物園時常會進行大象遊泳和潛
水表演水表演，，以吸引遊客推廣旅遊以吸引遊客推廣旅遊。。

澳洲人民澳洲人民DIYDIY另類信箱另類信箱
啤酒桶微波爐都用來裝信啤酒桶微波爐都用來裝信

在澳大利亞悉尼北部的新南威爾士州，經常能見到壹些另類的信箱，它們有些是微波爐，有些是舊冰
箱，甚至還有汽車引擎，這些個性的信箱都是當地民眾自己動手改造的，別具壹格的造型彰顯了主人的個性。

勒索病毒全球蔓延
“背鍋俠”比特幣兩周漲63%

國內比特幣的最高價格達到21122
元，創下歷史新高。今年以來，比特幣
的交易價格不斷上漲，累計最高漲幅已
經超過150%。5月中旬以來比特幣的漲
勢更是驚人，短短兩個星期，價格飆漲
了63%。

國內比特幣的最高價格達到21122
元，創下歷史新高。今年以來，比特幣
的交易價格不斷上漲，累計最高漲幅已
經超過150%。5月中旬以來比特幣的漲
勢更是驚人，短短兩個星期，價格飆漲
了63%。

比特幣新壹輪價格暴漲，或許
與壹場肆虐全球的計算機勒索病毒
相關。

“妳的電腦已經被鎖，文件已經全
部被加密，除非妳支付價值等額300美
元的比特幣，否則妳的文件將被永久刪
除。”5月12日，壹場利用Windows網
絡共享協議瘋狂傳播的蠕蟲病毒突然間
席卷全球，很快波及100多個國家，至
少7.5萬臺電腦被感染。

需要註意的是，受害者需要支付的
贖金，既不是美元也不是人民幣，而是
比特幣。壹時間，很多人紛紛指責比特
幣成了攻擊者的“幫兇”。

那麼“勒索病毒”為何要選比特幣
作為贖金呢？

比特幣為何成黑客“幫兇”？
此次勒索病毒攻擊，攻擊者還很

“體貼”地將勒索信息翻譯成了28種語
言，文字內容還循循善誘：就算老天爺
來了也不能恢復這些文件，最好3天之
內付款，過期就會翻倍。

然而，黑客在3天內僅收到價值6
萬美元的比特幣。雖然這與蠕蟲病毒本
身的緊急開關有關系，但實際上，對於
大多數普通人而言，比特幣是什麼都不
清楚，更不用說用比特幣去繳納贖金了
。

那麼問題來了，黑客為何選擇比特
幣做贖金？

比特幣——最初由中本聰在2009年

提出的壹種電子貨幣。與
現有的主權國家發行的貨
幣不同，比特幣不由央行
發放，而是通過公開的算
法生成，要想獲得比特
幣，可以通過消耗計算機
的算力，“挖礦”獲得；
或者是通過網絡比特幣交
易市場從擁有比特幣的人
那裏交換得到。從2008
年中本聰發表第壹篇關於
比特幣的論文以來，全世

界已經“挖出”了超過1200萬個比特
幣。

為什麼勒索者要求使用比特幣來
支付贖金呢？花蝦金融 CEO 段念對
記者說，黑客們利用的是比特幣的
壹個設計特征：匿名性。比特幣在設
計時實現了良好的匿名性，每個人都
可以隨意創建比特幣錢包，而只要知
道了對方的比特幣錢包地址，任何
人都可以將比特幣通過網絡發送給
他。由於比特幣的流通不通過任何
金融機構，雖然任何人都能看到比
特幣的流向（從壹個錢包轉向了另
壹個錢包），但卻很難追蹤到真正的
接收者是誰。

事實上，比特幣的這種強匿名性從
誕生起就存在爭議，反對者認為匿名性
為洗錢和非法的資金交易大開方便之
門，而支持者則認為匿名性保護了持有
者的隱私，且爭論說即使不存在比特
幣，非法交易和洗錢也壹樣存在。雖然

支持者的言論不無道理，但從現狀來
看，比特幣確實已經成為了暗網（泛指
地下網絡，充斥著大量非法交易）和勒
索軟件的首選交易方式。不得不說，這
是個需要正視的問題。

這鍋不白背，比特幣價格兩周漲
63%

此次勒索蠕蟲病毒事件讓比特幣
“背了鍋”，也再次炒熱了比特幣。據
鏈行平臺的報價，5月11日勒索病毒爆
發前，我國比特幣最高價格為 12941
元，5月12日勒索病毒爆發時，價格漲
至13079元，5月25日我國比特幣最高
價格為 21122元。短短兩周時間，比特
幣價格累計漲幅達63%。今年以來，比
特幣最大漲幅已經超過150%。

與比特幣價格飆漲形成對比的是，
中國國內比特幣交易熱度持續下降。火
幣網5月17日交易量0.8萬枚，比上壹
交易高峰日減少64%，僅為年初1月5
日單日交易量的0.2%。

為什麼比特幣 “漲勢”喜人，國內
交易量卻萎縮了呢？上海的比特幣投資
者鄭先生告訴記者：現在，在國內平臺
上交易比特幣可以，但已不能再提幣，
因此與國外比特幣交易平臺的價格差距
很大，最高價差達30%，因此，很多投
資者轉移到了國外平臺。另外，由於年
初的監管風暴，不少投資者陸續拋出了
大部分比特幣。

記者註意到，今年年初，央行對我
國三家比特幣交易平臺進行了現場檢
查，對平臺存在的融資融幣等行為采取

限制或暫停措施，不少平臺隨後暫停了
融資融幣和提幣業務，並宣布開始征收
交易費。另有消息稱，我國關於比特幣
交易平臺管理辦法、比特幣平臺反洗錢
規範的兩個文件正在推進當中，或於6
月出臺。

“央行監管是好事，有利於行業規
範整頓。但由於目前比特幣的主要交易
市場已經不在中國，央行政策對比特幣
價格影響有限 。”中國區塊鏈研究中心
理事長、北京太壹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長鄧迪告訴記者，比特幣最近價格壹直
在高位運行，投資潛力巨大但同時風險
也大，投資者務必謹慎。

上海自貿區的鏈行交易平臺CEO
張華告訴記者，國內平臺被監管之
後，大量的用戶購買、流通需求轉向
國外市場，導致日韓交易量劇增，由
此也給比特幣市場帶來新的投資機
會，如跨境套利。但需要指出的是，
跨境套利需要考慮價格波動、手續費
率變化等不確定因素，非專業投資者
需要謹慎和理性看待。

根據火幣區塊鏈研究中心近期的數
據顯示，目前日韓已經成為比特幣全球
最大交易市場。在法定貨幣對比特幣的
交易中，日元對比特幣交易量排在第壹
位為46.4%，美元對比特幣交易量排第
二位為26.4%，人民幣對比特幣交易量
僅排第三位占全球10.5%。而此前我國
比特幣交易量占全球市場的80%以上，
目前的交易水平說明國內比特幣市場已
經降溫很多。

綜合報導 壹場由新西蘭旅遊局主辦的“長白
雲之心”系列影片發布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發布了
8集宣傳影片，主題從電影人文到美酒美食，涵蓋
廣泛，通過細膩深入的人文視角，向中國遊客展示
了新西蘭中部“長白雲之心”地區的風土人情。

影片主要對新西蘭惠靈頓、馬爾堡、尼爾森
等中部城市進行了多維度介紹。新西蘭旅遊局亞
洲區總經理克雷格（David Craig）表示，中國出
境遊的市場在不停改變，正是這些改變創造出

豐富的故事。此次主打“長白雲之心”地區，
旨在濃縮不同主題的精華產品，拓展常規新西蘭
旅行路線。

影片特別邀請了中國導演烏爾善和美食作家殳
俏出境介紹。在惠靈頓，烏爾善向觀眾介紹了新西
蘭毛利傳統文化與先鋒電影創意的碰撞與交融；在
馬爾堡，殳俏與新西蘭名廚艾爾·布朗（Al Brown）
在大自然的廚房中切磋廚藝，交流彼此對美食與人
之間關系的見解。

殳俏在發布會上表示，新西蘭“長白雲之心”
地區是休閑和養生的勝地，輕松的環境使人身心愉
悅。烏爾善表示，新西蘭人民淳樸而真誠，生活狀
態很像電影《指環王》中的“霍比特人”，在那裏
創意與自然的生活二者兼得，這種生活令人向往。

據新西蘭旅遊局表示，前往新西蘭自由行的中
國旅客數量快速增長，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渴望尋
求非常規體驗，希望根據各自興趣愛好規劃新西蘭
行程。此次發布系列影片，便是其對中國市場策略

的進壹步延展。
今年是中新兩國建交45周年，兩國關系與合

作長期走在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關系的前列。近年
來，人文交流作為進壹步推動中新全面戰略夥伴關
系深入發展的重要方面亦得到快速發展。

克雷格說：“希望通過該系列影片，展現
新西蘭多維度的不同魅力，鼓勵中國遊客在探
索熱門旅遊區域之外，來到新西蘭中部進行深
度遊。”

新西蘭旅遊局拓展中國市場 “長白雲之心”地區或成熱門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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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cision Of Conscience”

Acting U.S. Ambassador To China
Quits Over Trump Climate Decision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Paramilitary police officers guard the 
entrance to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April 
30, 2012. (Photo/ Reuters)
Washington (CNN) Acting US ambassador to China 
David Rank resigned from his post in Beijing ov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several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decision told CNN.
A career foreign service officer since 1990, Rank 
assumed the position of deputy chief of mission a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in January 2016 and had been 
serving as charge d'affaires until the arrival of Trump's 
pick for the job, former Iowa Gov. Terry Branstad, who 
was confirmed by Congress late last month.
"Dave is exactly the type of diplomat any American 
would want representing their interests abroad, and 
he was sought after within the State Department for 
increasingly difficult and challenging assignments 
because he's strategic, smart, savvy, curious, loyal and 
non-partisan," said Dan Feldman, who worked with 
Rank for five years on Afghan issues.
"Given he spent much of his career seeking to strengthe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o benefit all Americans, 

we need his expertise and skills 
now more than ever before," he 
said. "It's heart-wrenching that 
we're losing career officers of his 
talent, as they pride themselves on 
serving any administration, but 
some are increasingly grappling 
with whether they must take 
principled decisions as they 
balance their sense of duty with 
their conscience."
Rank has served in several 
senior positions withi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cluding 
time as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Afghanistan affairs and as 
a senior adviser to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From 2011 to 2012, Dave was the 
Political Counselor at the U.S. 

Embassy in Kabul, Afghanistan.
Rank was serving in China wh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hen-US President Barrack Obama jointly declare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Paris agreement.

"Mr. Rank made a personal 
decision," a senior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 told CNN, stopping 
short of citing the climate deal 
developments as the reason. "We 
appreciate his years of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But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decision indicated that Rank's 
departure is directly tied to Trump's 
controversial move to pull out of 
the accord.
One source familiar with Rank's 
decision to resign said that Rank 
addressed his staff on Monday and 
talked about his four tours in China 
and how much he loved the country. 
But he said this weekend he was 
asked to do something which "as a parent, patriot and 
Christian, I simply cannot do."
Rank,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told the embassy staff 
he couldn't in good conscience do anything that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the climate agreement. He said he 
looked for a way to avoid a conflict between his duty 

and conscience but 
when he couldn't 
find one, he 
offered to resign, 
assuming his 
resignation would 
be accepted. And it 
was accepted.
Rank was serving 
in China when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hen-
US President 
Barrack Obama 
jointly declare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 Paris 
agreement.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carbon emitter, said it would stick by its 
commitments to the treaty despite the US decision.
Rank becomes the second US diplomat serving at one 
of the largest embassies in the world to publicly split 
with Trump in recent days.
The acting US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Kingdom, 
Lewis Lukens, issued a statement on Twitter singling 
out London Mayor Sadiq Khan for praise after Trump 
attacked him on Twitter in the wake of the terror 
attacks which killed at least seven people.
"I commend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
MayorofLondon as he leads the city forward after this 
heinous attack," read a tweet from the US' London 
embassy attributed to Lukens.
Trump appeared to misconstrue a statement made by 
Khan after the attack in London, writing on Twitter: 
"At least 7 dead and 48 wounded in terror attack 
and Mayor of London says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 
alarmed!"
Lukens is serving as ambassador until Trump gets a 
permanent pick confirmed. Trump has yet to formally 
nominate his choice for the job, although he said 
prior to his inauguration that he would choose New 
York Jets owner Woody Johnson. (Courtesy www.cnn.
com/2017) David Rank, a longtime diplomat and acting lead a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reportedly resigned from his post in protest of President Trump's 
decision to leave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What Does China Need An Aircraft Carrier For?

The new aircraft carrier is transferred from 
dry dock into the water at a launch ceremony 
in Dalian Shipyard of the 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 in Dalian, northeast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 April 26, 2017. (Photo/
Xinhua)
By Zhou Bo, Honorary Fellow, PLA 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
The April 26 launching of the first aircraft carrier 
designed and built in China is a big relief for all 
Chinese people. In less than four years, the Chinese 
shipbuilding industry has been able to produce the 
most sophisticated weapons platform so far found 
in the nation’s military arsenal. Although the as-yet 
unmanned vessel looks like a copy of the Liaoning 
aircraft carrier,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s reportedly 
have been made. Most importantly, it has laid solid 
technological ground for China to produce upgraded 
aircraft carriers to come.
How useful is an aircraft carrier? For some, in today’s 
irregular, asymmetric warfare climate, such a large 
vessel seems little more than a slow-moving target for 
precision-guided cruise missiles. But there are others 
who argue the vessel is hard to find and the multiple 
layers of sophisticated air and sea defenses are difficult 
to penetrate. Whatever the case, no existing aircraft 
carriers in any country have ever been attacked. 
Moreover, the US, the strongest military power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aircraft carriers, is still building a 
Gerald Ford supercarrier.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a stronger China 
craves such prestige as befits the nation’s status as 
both a global power and maritime power. Having a 
domestically made aircraft carrier has the same cachet 
as having a Beijing Olympics and Nobel prizes. But 
it is more than sheer pride. China cannot forget the 
humiliation brought by the foreign invasion that came 
from the sea in the last Qing dynasty. Today, the risk 
of China being invaded on land is next to zero, but the 
nation’s vulnerability is still felt at the sea.
A carrier strike group led by submarines, flanked by 

destroyers and frigates and 
armed with fighters and 
helicopters would remind 
the Chinese of the heyday 
of Chinese sea power, 
when the fleet of “treasure 
boats” led by Admiral 
Zheng He was second to 
none. It demonstrates in 
no small way the progress 
the PLA has made in power 
projection, air superiority 
and long-distance strike 
capabilities. It will bring 
revolutionary changes to 
the chain of command and 
control. It is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PLA Navy, which is 

starting to become a truly blue-water navy.
It needs a bit imagination to think how the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s could be used in a real combat 
situation. This is because China has enjoyed peace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The first question raised by 
any American president during a crisis away from the 
homeland - “Where are my aircraft carriers?” - won’t 
be equally applicable to the Chinese leadership. China 
has been the beneficiary of its own peaceful rise. 
By all means, China can b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xercise caution and restraint, particularly when use 
of the aircraft carrier in an offensive attack has to be 
considered.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ny scenario in 
which China would use such lethal and devastating 
force to help resolve, say, its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some competitive ASEAN claima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photo released by China's Xinhua News 
Agency shows the newly-built aircraft carrier 
being transferred from dry dock into the 
water at a launch ceremony at a shipyard 
in Dalian in northeastern China's Liaoning 
Province, Wednesday, April 26, 2017. China 
launched its first aircraft carrier built entirely 
on its own in a demonstration of the growing 
technical sophistication of its defense 
industries and determination to safeguard its 

maritime territorial claims and crucial trade 
routes. (Photo/Xinhua via AP) 
It remains to be seen how the US could still make as 
many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in China’s 
EEZs if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s become operational. 
Over the years China’s protests against such American 
military activities have fallen on deaf ears. In 2013, 
the USS Cowpens trying to approach the Liaoning 
during the latter’s sea trials and was intercepted by a 
Chinese naval ship in a narrow escape. With a fully 
operational Chinese carrier strike group around, US 
ships or aircraft intruding into Chinese EEZs will 
only feel more “inconvenienced”, to say the least. Any 
American ships preparing to sail again into 12 nautical 
miles of China-controll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ould have to think twice.
For the Chinese navy, no international sea la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hina’s proposed Maritime Silk 
Road linking the Pacific Ocean with the Indian Ocean. 
Over 80% of Chinese energy imports go through 
the Strait of Malacca. The proposed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and China-Bangladesh-Myanmar-
India Economic Corridor, two mega-project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lie on the rim of the Indian 
Ocean. A workforce of over a million Chinese workers 
can be found in the littoral states. In 2011, a Chinese 
frigate stood on guard near the Libyan coast when over 
35,000 Chinese workers were being evacuated over 
two weeks. Should a situation like this occur again, 
a huge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standing by would 
not only create awe but also use its huge capacity to 
evacuate Chinese and foreigners.
Maritime trade accounts for 90% of world trade, 
therefore international “choke points” like the Strait 
of Hormuz, Strait of Bab-al-Mandeb and Strait of 
Malacca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China, the largest 
trading nation in the world. The PLA Navy harbors no 
ambitions to control these straits, but it doesn’t want 
the straits to be controlled by others, either. So far the 
Chinese military has one supply station in Djibouti. An 
aircraft carrier, like a city afloat, could tremendously 
reduce the problem of not having enough logistical 
supply bases overseas.
The most-quoted teaching from ancient Chinese 
strategist Sun Tzu is “to subdue the enemy without 
using force”. The question, now as then, is how such 
a desirable outcome can be achieved militarily if not 
diplomatically. For the Chinese navy, towering aircraft 
carriers with overwhelming military superiority 
and huge psychological effect are one of the best 
instruments ever found. (Courtesy www.chinausfocus.
com/peace-security)

Arrows point to “choke points” or possible 
barriers to trade.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News&Review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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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有計劃想出遊去玩的人，
只要購票得當，保證不會花大錢。知名廉價航空西南航空(Southwest)6日宣布，即日起至6
月8日進行三天機票特惠，最低單趟只要49元，想買便宜機票的遊客，現在搶票正是時候。

西南航空受民眾喜愛，是全美評價頗高的廉價航空品牌。為了迎接暑假的旅遊季，西南
航空推出便宜機票特惠，單趟機票短程最便宜只要49元，長途也只有79元、99元或129元
，最便宜的來回機票100元有找。

根據西南航空優惠顯示，機票優惠只限於 「Wanna Get Away」 最便宜機票，只要選擇
從休士頓哈比國際機場(HOU)起飛，無論是飛往聖體市(Corpus Christi)、Harlingen、曼菲斯
(Memphis)、紐奧良、聖安東尼奧或Tulsa等鄰近城
市，單趟只要49元起，非常划算。其他長途亞特蘭
大和佛羅里達州的Pensacola也只要單趟99元而已
。

儘管票價低廉，但也是有一些限制，例如這些
特價票不包含周五和周日航班，國際航程只能選在
周二和周三，因此民眾訂票時可選擇符合自己需求
條件購買。

旅行社訂票專員Phyllis陳表示，西南航空業界
信譽高，顧客滿意度也高。尤其國內線幾乎不接受
免費行李托運，但西南航空提供乘客免費托運二件
行李，相對之下就可省下一大筆費用，再加上優惠
時期訂票，絕對是想省錢的遊客最佳選擇。

這三天特會持續至6月8日晚上11時59分截止
，要搶票民眾動作要快。詳情請至 https://www.
southwest.com/查詢。

西南航空三天限時特惠限時特惠 單趟49元要買要快

↑↑美麗的聖體市海邊限再來回美麗的聖體市海邊限再來回100100元有找元有找。。((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西南航空三天限時特惠西南航空三天限時特惠。。((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準
備好你的湯匙及專屬甜點胃，因為6
月7日(周三)將迎來全國巧克力冰淇
淋日。美國外送平台Postmates在當
天送出1萬品脫的免費冰淇淋。

想吃到好吃消暑的冰淇淋嗎？只
要前5000名休士頓顧客登入spring-
board.postmates.com/ICECREAM
，下載該外送平台App，訂購任何一
家當地販售2品脫冰淇淋加入購物車
，結帳時輸入促銷碼 ICECREAM，
就可獲得免費訂單。

根據Postmates的數據顯示，休
士頓是全美最愛巧克力冰淇淋城市排
名(most chocolate ice cream-lov-
ing cities)第27名，遠遠落後同身為
孤星之州，排行第一的聖安東尼奧，
19名奧斯汀以及第22名達拉斯。

慶祝全國巧克力冰淇淋日
免費冰淇淋請你吃 （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

）購房者往往在購買房屋時會
考慮各種因素，比如房屋的地
理位置、住房結構、功能性等
。Zillow公司發佈的一項最新
調查報告顯示，牆壁的油漆顏
色，也會影響房屋的成交價格
。

位於西雅圖的在線房地產
公司Zillow 最新發佈了2017
年度油漆顏色分析報告，該報
告查看了全美範圍內的出售住
宅的32,000多張照片，分析
比對發現某些油漆顏色可以幫
助房子賣出更高的價格，與之
相反，某些顏色會降低房屋的
銷售價。

在休斯頓，粉紅色是臥室
，特別是兒童房最受歡迎的顏
色。據Zillow報告顯示，事實
上，在Bayou City，粉紅色的

臥室是最常見的。
然而，Zillow的這項分析

報告指出，粉紅色的臥室會對
住宅的銷售價造成負面影響。
平均而言，粉紅色臥室的房屋
售價會比中性顏色臥室的房屋
售價低208美元。

該報告還指出，淺藍色臥
室的房屋平均售價會比其他顏
色臥室的房屋售價高出約1,
856美元。

報告還指出，一些顏色的
選擇會對房屋的銷售價格產生
兩極化的影響。一間淺粉藍色
或藍紫色的浴室可另房屋銷售
價格多售出5,440美元，而米
白色或蛋殼白色的浴室會使成
交價降低4, 035美元。

根據Zillow的報告結果，
以下是對房屋出售價格影響最
大的油漆顏色：

廚房：
最佳顏色：藍色 - 淺藍

色至淺灰藍色廚房的住宅平均
售價可多出$ 1,809以上。

避免顏色：黃色 - 稻黃
色或橙黃色廚房的住宅平均售
價會減少820美元。
浴室：

最佳顏色：藍色/紫色 -
淺粉藍色到藍紫色的浴室，房
屋平均可多賣出 5,440美元。

避免顏色：白色-米白色
至蛋殼白的浴室，房屋平均售
價會降低4,035美元。
臥室：

最佳顏色：藍色 –天藍
色到灰藍色臥室可以平均多賣
出 1,856美元。

避免顏色：粉色-淺粉紅
色至雅玫色臥室，可使平均售
價降低208美元。

當心！這種牆壁顏色會影響房屋售價

出 國 展 覽 知 識 產 權 培 訓 邀 請 函出 國 展 覽 知 識 產 權 培 訓 邀 請 函
(本報訊）會展知識產權包括展會本身的知識產權和展品

知識產權。展覽會本身的知識產權包括展覽會的設計理念，展
台搭建設計，展覽會的LOGO及名稱。展品知識產權包括展
品的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

對會展知識產權有疑問？別怕，有專家來支招，免費培訓
報名中，還不趕緊前排佔座？

為切實加強出國展覽知識產權保護工作，提高參展企業
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和侵權糾紛解決能力，中國國際商會會展
委員會特會同中國貿促會知識產權服務中心，為各組展單位免
費舉辦出國展覽知識產權培訓會。本次會議將邀請境內外法律
專家，結合近年來中國企業出國參展遇到的知識產權問題進行
專題培訓。

時間：2017年6月16日
地點：北京西麥克國際展覽有限責任公司會議室

廣安門外大街178號中設大廈14層6號 （地鐵7號線達官營
站C口）

議程（暫定）
8:30-9:00 代表簽到入場
9:00-9:30 商務部條法司知識產權處處長王一、中國國際

商會會展部部長郭英會、中國貿促會知識產權服務中心副主任
譚劍致辭

9:30-12:00 專家演講：境外展會知識產權工作政策與實
務（譚劍主講）

12:00-12:30 現場諮詢
12:30 會議結束
中 國 國 際 商 會ID: iccchina
長按二維碼識別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上週六召開第二次理事會

2017 國慶系列慶祝活動新聞發佈會
本週六上午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
行長范玉新日前表示： 2017 大休斯頓地區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 週年國慶系列慶祝活動
的籌備工作早已啟動，正如火如荼進行中，並將
於6月10日（ 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至中午十二
時半在中國人活動中心130 多功能廳舉行聯合新
聞發佈會，向大家介紹活動籌備情況及相關信息
。

據主辦的中國人活動中心及華夏學人協會表

示： 今年的國慶系列慶祝活動包括： 國慶綜藝
晚會，國慶升旗典禮及國慶晚宴三部曲。此三大
活動將集結休斯頓及週邊城市華人華僑社團及學
生學者組織近100 個社團的力量，廣泛邀請僑團
領袖、各界精英、美國主流的政界商界國際友人
，以及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官員參加，以彰顯共
建華人社區團結的精神面貌及中美兩國多方向交
流與合作作出貢獻。

圖文圖文：： 秦鴻鈞秦鴻鈞
「「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美國華人消費者協會」」 自今年自今年44月月2929 日召開日召開20172017 年度第一次理事會年度第一次理事會，，修改組織架構修改組織架構，，

得到大家的發展共識後得到大家的發展共識後，，於上週六於上週六（（ 66 月月33 日日））下午三時再召開第二次理事會下午三時再召開第二次理事會（（ 見圖見圖），），商討商討
理事章程及將於今年十一月份舉行的商家與消費者見面大型活動細節理事章程及將於今年十一月份舉行的商家與消費者見面大型活動細節。。圖為圖為 「「 消協消協 」」 會長楊會長楊
德清德清（（ 左一左一））與出席理事在會上合影與出席理事在會上合影。。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下週二中午辦 「首次購房講座」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

休士頓分會（AREAA)將於下週二（ 6 月13 日）
上午十一時半至下午一時半，在文化中心
（9800 Town 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36 )舉
行首次購房講座，由三位深諳房地產買賣技術的
專業人士前來講解購房的專業技術及經驗，歡迎
房地產經紀人踴躍參加，以了解購房守則及
如何對待您的客人。

這三位主講人分別是 Tom McCasland ,（ 休

士頓市政府住宅及社區發展部門的主任）；
Tamela Hartsfield ( Freddie Mac ,Affordable
Lending Reginal Manager ) ; Tulu Kaifee ( BB&
T ,Mortgage Multicultual Manager , SVP )。

這項講座將免費提供給AREAA 的成員及非
成員，請上網登記報名：AREAA.org/ Houston/
affordable- homeownership, 當天中午有午餐供
應。該組織聯繫郵箱：AREAAHouston@ 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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